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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跨越发展区域经济
“强工”“活商”“重农” 转型升级发挥乘数效应

过去一年，海曙提升量质，雅戈尔、杉杉、富邦、太平鸟、维

科、广博、博洋等一批企业获评省百强企业，经济基础更加扎实；

过去一年，海曙转型升级，新增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3家、入

选省一类服务业强区试点，产业特色更加鲜明；

过去一年，海曙搭建平台，启用跨境电商产业园、运行国际邮件

互换局、投用全省首个科技治水园区，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过去一年，海曙保障要素，创建全省首批“基本无违建区”、启动

月湖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服务环境更加优质。

过去这一年，海曙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区域调整优化，

区域经济保持平稳有序发展：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39.36亿元，总量位

列全省第九、全市第四，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逾370亿元，商品销售总

额超3080亿元。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今年是行政区划调整后有序

融合的关键之年，海曙区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2:38:60，表现出“一产

基质优异、二产基础雄厚、三产快速发展”的特征。面对区域更为完

善的产业体系，海曙新一届党委政府抢抓义甬舟开放大通道、“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等发展机遇，

围绕“融合、提升、发展”六个关键字，聚焦“强工”“活商”“重

农”，融合发展三次产业，跨越提升发展能级，全年预期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7%左右，向高质量建设国内一流强区迈出坚实步伐。

【镜头】“未来服装制造业不是让消费者
‘试衣’，而是要实现‘衣适’，让每一件衣服都
贴合每一位消费者身形而裁剪制成。”这两
日，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直飞香港，邀请
德国、意大利、法国等专家，密集召开研讨会，
商讨量体定制（MTM）业务等智能制造项目。

成立于 1979年的雅戈尔集团，致力于品
牌服装的开拓创新，借力O2O平台战略的落
地、以大会员体系为切入口布局全渠道运营，
实现“培育1000万名年消费额在1000元以上
的活跃会员、建设1000家年销售额在1000万
元以上的营销平台”的发展目标。

“我们传统制造业一定要插上智能的翅
膀才能飞得高、飞得远。”在李如成看来，智能
制造、智能产品和智能零售是纺织服装业未

来发展的大趋势。今年，雅戈尔就紧跟时代
脚步，将目光投向智能经济，着力供给端，
启动高端制造项目，利用大数据分析、AR
和 智 能 制 造 等 技 术 ，在 宁 波 生 产 基 地 建
设 大 规 模 量 体 定 制 工 厂 ，建 立 具 有 万 亿
套级的西服标准样板数据库，在全渠道大
规模定制方面形成自有核心技术，让传统
产业转变为适应新需求，满足个性化需求的
智能生产系统。

坚持民族品牌梦，不断转型升级让雅戈
尔发展成为总资产800亿元、净资产250亿元
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不只雅戈尔，去年，海曙区内一批规模
企业发展势头迅猛，全区实现规上工业增
加值达 225.9 亿元。如今的海曙区，产业特

色更为鲜明，望春工业园区等产业平台的
加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在全
市深入推进“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
建设的当下，海曙以实体经济为基，主攻智
能经济，剑指工业 4.0，在振兴实体经济上
奋力突破。

打造智能经济、数字经济、时尚经济三
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成为海曙今年“强工”之
路的破题切口。今年，海曙将重点发展以新
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节能环
保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六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提升纺织服装、文教文具、
家用电器、汽车配件、金属制品为代表的五大
优势产业，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产品和品牌，大力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

络化和智能化水平，深度融合信息化和工业
化。

“强工”之路如何稳扎稳打？海曙一手抓
新兴产业，一手抓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方面，
海曙将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注重优势
总部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新
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
创建时尚产业智能发展示范区，做深做实

“互联网+”“机器人+”“标准化+”，创建“孵
化器”联盟，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技
术成果转化机制，培育一批成长潜力大、带
动力强的创新型企业。传统产业方面，海曙
注重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推进“四换三名”

“两化融合”，加速推动四大传统制造业转型
升级。

瞄准工业4.0 做大做强智能经济

【镜头】“陪女友购物，带爸妈看电影，
约好友聚餐，国际范，优惠多，品牌正，奥
特莱斯是我的首选。”停车不难、功能齐
全、服务贴心让张先生成为奥特莱斯的常
客。

奥特莱斯商圈囊括杉井奥特莱斯广场、
华润万家综合体和香雪路餐饮美食街，其中
奥莱广场经营面积达 6.4 万平方米，配套地
面及屋顶停车位2200个，坐拥200余家国际
国内知名品牌，并配套有电影院、餐饮、娱
乐休闲等多种设施，是海曙城西最大的以奥

莱业态为特色的商业综合体。
“区划调整给商圈带来了新商机。”杉井

奥特莱斯广场总经理助理吴唯呐表示，作为
城郊商业综合体，未来的奥莱还将开拓主题
化、特色化经营，提供优美舒适的购物、美
食、休闲一站式服务。目前，奥特莱斯商圈
提档升级，各业态互动经营形成互补,叠加
区域联动发展的效应，商圈人流量不断扩
大，西乡片商贸进一步活络发展。

“活力”“特色”成为海曙各大商圈的
个性标签，天一商圈试行“无理由退货机

制 ”， 成 为 “ 浙 江 省 放 心 消 费 创 建 示 范
区”；恒一广场与轨道交通 2 号线地铁站无
缝衔接，释放地铁商业价值，成为“地铁
购物中心”；鼓楼商圈秉承文化特色，引进
传统老字号，配合整体古典风格布局，打
造甬城文化特色都市核心商圈……

做深做实特色服务业成海曙今年“活
商”重头戏。提升日用消费品质量，创建
放心消费示范区，提档升级实体商业为引
活水通渠；发展特色金融、商贸商务、现
代物流等服务业为激活力蓄势；建设智慧商

圈，提升天一广场、和义大道等核心商圈优
势，推动奥特莱斯等商圈联动发展，建设农
村微商圈为活动聚气。

跨界融合，打通商业“任督二脉”。海
曙加快文商旅融合互动，推进旅游全域化发
展，以“文化+”带动产业，培育休闲旅
游、客栈民宿等新型业态，创建天一阁·月
湖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活态保护历史文化
街区、古镇名镇和历史文化村落的进程中，
植入海曙特色元素，打响海曙文化旅游品
牌。

激发商业活力 做深做实特色服务业

【镜头】阳春三月，家住鼓楼的郑女士手
机下单购票，驱车一小时，就能带着 5岁的儿
子小糯米到天胜四不用农场体验一天颇有野
趣的农场生活。

一到农场，清新的空气就让一家子觉得
心情舒畅，带着小糯米参观农场展厅中心，天
敌养殖室里，识标本观昆虫。浑水摸鱼、拔
草喂牛羊、蔬果采摘……玩累了，郑女士和
小糯米躺在干草堆里仰望蔚蓝天空，听着牛
群哞哞、母鸡咯咯叫；中午，在天胜本未
餐厅美美吃上一顿“四不用”的蔬菜和散
养的土鸡肉，餐后，郑女士带着小糯米去
蔬菜地里采摘，草莓棚里摘草莓，采购一

大箱子果蔬肉蛋，劳作之后，一家人满载
而归。

“孩子在这里能很直观地了解蔬菜的
成长过程，学到基础的农业知识。更重要
的是，农场的果蔬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
用除草剂、不用生长激素，我们买得放心。”
不仅是郑女士，越来越多的甬城市民喜欢
通过网络、实体店、农场体验游玩等多种方
式购买农场产品。

“农场还创新性地推出农耕大课堂、草坪
婚礼等特色项目，多元营销，月均游客接待量
已近万人次。”天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胜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朱升

海表示，天胜农牧将打造成为自然农业＋商
业＋旅游的农业综合体，打响城郊型多功能
生态农业品牌。

天胜农牧的不懈追求，是海曙注重发展
都市生态农业的一个缩影。目前，海曙已启动
建设蜃蛟片现代农业休闲观光区，古林镇都
市精品农业示范基地，基本完成万亩农业综
合开发及粮食功能区标准化建设。随着行政
区划的调整，海曙构建起“东商西绿中高新”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西片区域将整合资源、涵
养生态，发展都市农业、科技农业、品牌农业
和生态农业。

“重农”趋势显著，今年，海曙不仅要构建

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农业产业集聚区和现代
特色农业强镇，还要整合农业资源，发展特色
农业，调整产业结构，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提
升黄古林草席、章水浙贝、横街大雷毛笋等品
牌价值，发挥天胜农牧、花果山等主导产业示
范区、特色农业精品园更大优势。

联动发展，海曙镇村协同推进大农业产
业，强化集士港卫星城辐射带动作用，加快石
碶、高桥、古林、洞桥等区域建设，加强鄞江古
镇保护与开发，打造横街、章水、龙观等生态
特色镇乡，形成活力迸发、各具特色的城镇
群；持续推进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切实改善
农村面貌。

重视农业发展 做精做优都市生态农业

杰出贡献企业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突出贡献企业
宁波狮丹努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万华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外运有限公司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银泰百货宁波海曙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中宁化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博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
三生 （中国）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立华制药有限公司
特色优势企业
华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元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布利杰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东海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华缘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旷世智源工艺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阳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机场与物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康捷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市汇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欧尚超市有限公司
宁波甬宁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
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维科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环球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康宝莱 （中国） 保健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唐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宁波普天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爱珂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区长质量奖
中宁化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市场突破奖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杰出贡献企业家
李如成

突出贡献企业家
吴忠宝
张龙棋
马林霞
张江平
赵 阳
庄立峰
刘继春
王利平
黄 伟
魏 飚
庄 巍
刘建平
戎巨川
吴志光
黄金宝
邵铭法
梁生生
陈继东
邱樟海
洪 舟

优秀企业家
虞和定
孟文华
徐立勋
祝 元
张阿华
滕 辉
袁霞萍
张宵华
卢先锋
金建新
毛小柯
郑智银
徐 斌
王基铭
顾荻江
田平岳
倪明辉
任 伟
冯庆彬
鲁国华
郑碧寅
李 瑛
黄永增
叶书华
王 剑
应春光
何国平
孙海粟
王仁祥

洞桥镇百梁桥村，种粮大户收割稻谷。

和义大道灯光璀璨。 （叶炜 摄）

海曙城区一景海曙城区一景。。 （（应海加应海加 摄摄））

南塘老街游人如织。

太平鸟物流基地。


